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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堂 事同理不同审思明辨

小故事大智慧

一事一禅

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去
上海。上海当时有一种商店叫

“友谊商店”，主要赚外国人的
钱，但是中国人也能买。我在
那儿看到一个碗，很漂亮。当
时，商店也认为这个碗是民国
时期的仿制品，所以可以卖。
碗底贴着一张口取纸，写着编
号“55-1964”，大概是1964年
进的库。标价多少呢？人民币
外汇3万元。那时候提倡争当

“万元户”，1万元都少见，何况3
万元，还是人民币外汇。

虽然我拿不出3万块钱，
但架不住喜欢啊。每回我到上
海，就先奔友谊商店那个柜台，
把这碗要出来，翻来覆去地看，
看完再还给店员。魂牵梦绕了
半年，终于，这碗被别人买走
了。那是 1988 年，我又去上
海，到了友谊商店，一看那碗没
了，心就凉了，感觉像是漂亮的

“校花”被“校草”牵走了。
第二年，在香港苏富比拍

卖会上，这个碗——乾隆时期
的珐琅彩黄地开光胭脂红山
水纹碗——拍出了792万元，
是被一个日本人买走的。从3

万元到792万元，短短半年时
间。看到这个消息，我何止心
凉，连脚心都凉了。早知道是
这个结局，当初借钱也得把它
买下来啊。

又隔了 9 年，到了 1997
年，这个碗重新上拍。那时候
日本经济下滑，那个日本人也
许是想把碗拿出来变现。拍
了多少钱呢？2147万元。几
乎是他买进价的3倍。

今天如果再把这个碗拿出
来拍卖，最低估价一个亿。一
个亿啊，曾经就摆在我的面前，
让我捧了无数遍，那么多次机
会我都没有把握住。但错过就
没了，剩下的就是一个故事。

我当年到香港，看见一个
金器，喜欢得不行。这个金
器，是古人系在马脸上的装
饰，叫“当卢”。打个比方，相
当于今天那些豪车前面的车
标。纯金打造，上面镂刻着花
纹和神兽图案。要把这么大
一块纯金扣在人脸上，挺狂
的；但扣在马脸上，是周、秦、
汉、唐时代的重要标志。

看到这个“当卢”是在香港

的荷李活道。我说：“这个东西
我太喜欢了。”卖家却说：“你喜
欢不成了。”我问为什么，他说：

“我卖了。”“卖了你给我看什么
呀？这不拿我开涮吗？”我又
问：“那人给钱了吗？”他说：“交
了定金。”这就没辙了。

隔了两年，我再去荷李活
道，遇到那个卖家，又说起那
只“当卢”。他说：“你买吗？
当初那个人交了定金就再也
没来。”我看机会来了，便说：

“我能给你钱，但不能给当初
他答应给的那个价。”他说：

“凭什么便宜给你？”我答道：
“你去过菜市场吗？上午的菜
就贵，放到下午就便宜，塌秧
儿了嘛。”于是，我把价格拦腰
砍了一半，答应当时就给钱。
那人想了想，仰天长叹道：“可
以……”这个纯金“当卢”现在
收藏于观复博物馆。

人生就是这样，很多东西
不一定是你争来的，是有命数
的。如果我当年死追，也没准
儿能追来，但要花的代价太
大。要相信缘分。（文/马未
都 66岁，文化学者、收藏家）

缘 分

2006 年 5 月 14 日，北京大学举
行“庆祝东方学学科建立六十周年、
季羡林教授执教六十周年暨九十五
华诞”大会。然而，季羡林却没有出
席会议。第二天，有人向他说起了
这次会议的盛况，他非常惊讶：“我
就是个普通的教授，搞这么大的场
合干什么？”

由于在学术上的杰出成就和重
大贡献，外界对季羡林给予了高度评
价，但他却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
师、学界泰斗、国宝。2007年，季羡林
借《病榻杂记》出版，厘清了什么叫国
学、什么叫泰斗，并向天下人昭告：

“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泰
斗’‘国宝’三项桂冠摘下，洗掉泡沫，
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其实，“文革”
期间，季羡林也曾遭到打击，但他仍
能泰然处之，他说：“活下来，也许还
是有点好处的。我一生写作翻译的
高潮，恰恰出现在这个期间。原因并
不神秘：我获得了余裕和时间……”

弘一法师在《格言别录》中说：
“涵容是待人第一法，恬淡是养心第
一法。”季羡林之所以能以“不喜亦不
惧”的平常豁达之心对待一切，缘于
他内心强大，拥有心旷神怡、宠辱不
惊的境界。（摘编自《做人与处世》）

季羡林不当“国宝”

洗 涤

有位虔诚的信徒每天
都带鲜花到寺院供佛，有
一次遇到无德禅师从法堂
出来，无德禅师欣喜地
说：“你每天以香花供佛，
来世当得福报。”信徒遂
问禅师：“我每天来寺里，
自觉心灵就像洗涤过似
的清凉，但为何回到家心
就烦乱？”

禅师反问：“那你如何
保持花的新鲜呢？”信徒
答：“莫过于每天换水，换
水时把花梗剪去一截，因
为泡在水里的花梗易烂。”
禅师说：“保持一颗清净纯
洁的心，道理也是一样，我
们的生活环境，像瓶里的
水，我们就是花，唯有不停
净化自己的身心，变化自己
的气质，并且不断地忏悔、
检讨，改进陋习、缺点，才能
不断吸收大自然的能量。”
信徒听罢，似有所悟。（摘
编自《演讲与口才》）

生活偶拾

朋友接到领导的电话，邀
请她担任大学生技能大赛评
委。朋友拿着电话说：“我一
直只从事理论讲授，自己从没
操作过，没有评判对错的能力
跟资格啊。”

我在旁边听着，心里一
震：朋友该多理智，才能在接
受邀请的瞬间对自己做出准
确判断，并断然拒绝！在我
眼里，朋友一直是个温和的
人。周围亲友、同事求她办

事，她一般都是一路绿灯，有
求必应。

“特有面子的好事呀！而
且肯定有评委费用呀。你咋
给拒绝了呢？”我有点“龌龊”
地道出了自己的小心思。

“我不怕麻烦，别人看不
上的事，只要我能干，再琐碎，
我也愿意做得好好的。我也
不怕吃苦受累，只怕能力撑
不起别人的托付。”朋友坦然
相告，“我做事的原则是，不耽

搁别人的事，也不影响自家的
形象。”

听罢，我顿时觉得脸红
——自己许多时候，就是不会
拒绝呀！不会拒绝，不懂装
懂，作践自己，也害了他人；不
会拒绝，将抱负撑成极端自私
的贪婪；不会拒绝，终让自己
面目全非，最后变成自己所讨
厌的模样。学会拒绝，才是生
活的最高修行。（陕西渭南 张
亚凌 51岁）

难得是诤友

《三 国 志·吴 书》记
载：吴国大司马吕岱，对
徐原十分赏识。徐原性
情忠厚豪放，喜好直言。
吕岱有时出现失误，徐原
就直言进谏，又公然在众
人之中议论。有人告诉
吕岱。吕岱感叹地说：

“这是我看重徐原的原
因。”徐原死时，吕岱哭得
十分哀痛，他说：“徐原
啊，我的好友，如今你不
幸而去，我又从何处听人
指出我的过错？”

明代苏浚在《鸡鸣偶
记》中将朋友分为四个类
别：“道义相砥，过失相规，
畏友也；缓急可共，生死可
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
戏征逐，昵友也；利则相
攘，患则相倾，贼友也。”苏
浚说的“过失相规”的朋友
就是诤友，只不过苏浚称
之为值得让人敬畏的朋
友。词虽不一，但内涵相
同。诤友难得，因为忠言
逆耳，生活中能如吕岱那
样听进诤言的人似乎不多
见。（文/梅会林）

学会拒绝

5元与500元

甲 、乙 两 人 相 对 而
坐。甲说：“我出一道题，你
若不知，给我 5 元；你出一
道题，我若不知，给你 500
元。”乙同意。甲问：“月亮
距地球多远？”乙一言不发
递给甲 5 元。乙问：“上山
三条腿，下山四条腿，是什
么动物？”甲无解，无奈给乙
500元。

乙接过钱，甲追问：“上
山三条腿，下山四条腿究竟
是什么动物？”乙递给甲 5
元钱，然后仰头大睡了。（摘
编自《做人与处世》）

请将您的感悟在 6 月
14日前发至18673167043。

故事回顾

齐白石自幼跟随外祖
父画画。有一天，10 岁的
齐白石和小伙伴闹了别扭，
一脸沮丧。外祖父担心他
因此影响到画画，便问：“你
有几天没有画画了？”齐白
石歪着头，毫不在意地说：

“好几天了！”外祖父又问：
“你想当画家吗？”齐白石说
当然想。外祖父接着说：

“如果你想当画家，应该天
天画画，而不是等心情好时
学习。”齐白石说：“我心情
好的时候，可以画一整天。”
外祖父答道：“每个人都有
烦恼，随着年龄的增加，烦
恼会更多，影响心情。一个
人心情好的时间并不多。
如果做事凭心情，将来会一
事无成。”

百家争鸣：人生不如意
事常八九，如果总要心情好才
工作、学习，确实难成大器。
（陕西汉中 赵亚勇 60岁）

水滴石穿不是因为水
的力量，而在于长久的坚持
和专注。（河北石家庄 葛
继中 50岁）

心情好坏固然影响做
事效率，但一个人想要有所
成就，就要学会管理情绪，
学会与坏情绪相处。（广东
广州 郭新国 49岁）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心情好的时候自然兴趣十
足，此时就该抓紧学。心情
不好的时候就适当放松，这
也叫合理利用时间，未尝不
可。（湖北武汉 张益 67岁）

在俗世的生活里，谁和谁
都差不多，好不到哪儿去也坏
不到哪儿去。每一个肉体凡
胎所体现出来的狭隘与大度、
真诚与虚伪、秀美与丑陋，在
广阔的人性疆域里是平均
的。谁也没资格对他人指手
画脚。人世间，那些喜欢站在
道德高地指斥他人的人，往往
很不道德。

当然了，自己高尚不上去，

并不意味着别人也做不到。
一个相差不多的群体，彼

此是平衡的，这样的平衡极易
产生幸福感。你没有比我好
到哪里去，我也没有比你差到
哪里去，我跟你一样，就是这
种幸福感的全部。这时候，比
别人略好的部分，成了幸福感
之上的荣耀感。人的虚荣，往
往在这一点荣耀感里催生。当
虚荣成为一个深渊，幸福感就

消失了。当一个人遏制不住自
己的虚荣，痛苦也就开始了。

与虚荣并生的，一定还有
贪婪。贪婪是全人类的一个
噩梦。不贪与贪的两边，是宁
静和喧嚣，是坚守和沦陷。尽
管活得清风朗月的人少之又
少，然而，正是这些人，提升着
人心的海拔和纯度，成为这个
尘世最后的信心和力量。（文/
马德）

心灵点击 人心的海拔与纯度


